
想法是这样
宣称治堵

横跨两个车道，上层载
客，下层镂空走车；

试车仪式当天，样车在
轨道上行驶了100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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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动车组命名
为什么叫“复兴号”？

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
国标准动车组25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
——“复兴号”。

25日上午，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
经理陆东福代表铁路总公司党组在北京宣布
命名决定。陆东福表示，将中国标准动车组命
名为“复兴号”，展示了中国铁路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创造人民生活新时空的美好愿景。

中国铁路的型号命名颇具时代特色。在
求解放、搞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征程中，火车机
车的型号命名经历了从“解放”型到“建设”型
蒸汽机车，从“东风”型内燃机车到“韶山”型
电力机车，再到“和谐号”动车组的发展演变。

中国铁路总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复
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有“CR400AF”和

“CR400BF”两种型号。按照中国铁路总公司
新的动车组编制规则，新型自主化动车组均
采用“CR”开头的型号，“CR”是中国铁路总
公司英文缩写，也是指覆盖不同速度等级的
中国标准动车组系列化产品平台。型号中的

“400”为速度等级代码，代表该型动车组试验
速度可达时速400公里及以上，持续运行时速
为350公里；“A”和“B”为企业标识代码，代表
生产厂家；“F”为技术类型代码，代表动力分
散电动车组，其它还有“J”代表动力集中电动
车组，“N”代表动力集中内燃动车组。

据悉，6月26日，“复兴号”将率先在京沪
高铁两端的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双向首
发，分别担当G123次和G124次高速列车。

据新华社

辽宁舰航母编队启航
执行跨区机动训练任务

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25日从青岛某航
母军港启航，开赴相关海域执行跨区机动训
练任务。这是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一次
例行性训练。

据了解，海军航母编队由辽宁舰、导弹
驱逐舰济南舰和银川舰、导弹护卫舰烟台
舰，以及多架歼-15舰载战斗机和多型舰载
直升机组成，将采取连续转移海区的方式，
赴相关海域开展编队队形、舰载机飞行训练
和舰基战术等多个课目训练，强化编队各属
舰之间的协同，锤炼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和舰
员的综合能力素质。 据新华社

“神医刘洪斌”如何钻进电视机//追踪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刘洪斌无中医医师资格
有关部门已采取措施

3年时间冒充多个专家身份卖各类“神
药”和保健品，近日刘洪斌“虚假医疗广告”
事件引发媒体关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此
表示，虚假广告“表演者”刘洪斌不具有中医
医师资格，冒用“中医药专家”名义，有关部门
已经按相关管理规定采取了措施，下一步将
严格规范各地中医医疗广告的审批和监督。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表示，高度关注此次
媒体曝光的“专家刘洪斌”事件，虚假医药广
告事件中的刘洪斌不具有中医医师资格，未
在中医医疗机构任职，也不是所宣称的“苗
医传人”，相关中医药社会团体中也不存在
广告中提到的“中华中医协会”。刘洪斌相关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养
生类节目和医药广告播出管理的通知》等有
关要求。刘洪斌目前代言的广告虽不涉及医
疗活动，但其冒用“中医药专家”等名义，对
中医药声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记者采访获悉，刘洪斌2014年-2017年
活跃在地方卫视的多个种类的养生节目中，
先后推销苗仙咳喘方、唐通5.0、天山雪莲、
药王风痛方、苗祖定喘方、苗家活骨方、老院
长祛斑方、蒙药心脑方、祝眠晚餐9种药品和
保健品。她还轮番扮演祖传苗医传人、北大
专家、养生保健专家、御医世家传人兼风湿
病专家、祖传老中医、蒙医第五代传人，期间
在一档节目里还一度换名为刘洪宾。

目前，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等主管部门按照广告以及医疗养生
类节目和医药广告播出管理的要求已经采
取了相关措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按照整
治虚假违法广告部际联席会议有关分工和
要求，并依据今年7月1日即将施行的中医药
法的相关要求，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相关
问题的查处工作，同时积极开展中医药文化
传播和知识普及活动。 据新华社

王毅谈中东难民问题：
难民不是移民

6月23日，外交部长王毅与黎巴嫩外交部
长巴西勒在贝鲁特共见记者时，应询就中东难
民问题阐述中方立场。

王毅说，当前中东难民问题突出，包括
黎巴嫩在内的中东国家为接收来自叙利亚
等国的难民付出了巨大努力。难民不是移
民。在世界各地流离失所的难民还是要回到
自己的祖国，重建自己的家园。这既是每个
难民内心的愿望，符合国际人道主义努力的
方向，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政治解决
叙利亚问题决议的组成部分。

王毅说，解决中东难民问题，首先需要加快
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为难民回归创造
必要条件。动荡和贫困是难民问题产生的根源
之一。彻底解决难民问题，还需要标本兼治，通
过发展改善民生，为难民脱困营造必要的环境。

王毅说，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秉持
人道主义精神，在联合国框架下，为难民接
收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愿同国际社
会一道，全力推动热点问题降温，帮助难民
接收国提高应对危机能力，为难民实现重返
家园的夙愿做出自己的努力。 据新华社

曾经风光一时的“治堵神器”巴铁，其
样车在秦皇岛北戴河区一偏僻道路上“趴
窝”10个月之后，即将被挪走。而利用巴铁
项目募集社会资金的华赢凯来公司早已深
陷兑付危机，大批投资者纷至沓来要求偿
还理财产品本金，但公司根本拿不出钱来。
尽管公司提供了商品房和奥迪车可以实物
兑换，可前提条件是投资人需追加70%的房
款或车款，才能赎回本金。

据公开信息，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将在
本月底前拆除巴铁试验线，恢复道路正常
通行，巴铁样车将被挪移至附近一个停车
场内，等待下一步处理。拆除工作从本周开
始，月底前将恢复路面交通。

协议早已到期 巴铁腾地

此前，秦皇岛市人民政府与巴铁科技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合作期间北戴河区
提供路段给巴铁科技作为试验线，合作期
限至2016年8月31日，试运行到期后公司方
需将路面原样修复。

去年8月初，总共300米长的巴铁试验
线在秦皇岛北戴河区一偏僻路段建成。

据巴铁科技官方宣传，巴铁是一项将城
市快速公交（BRT）与地铁机车等优点融为
一体的全新技术发明，横跨两个车道，上层
载客，下层镂空走车，可同时容纳1200~1400
名乘客。无论静止还是行驶，2米以下的小汽
车均可在下层自由通行。试车仪式当天，身
躯硕大的巴铁样车在轨道上也就行驶了100
米左右，它的主人——自称巴铁之父的白志
明就和员工们一起举杯庆贺试验成功了。

然而实际上，巴铁这一交通项目甫一
问世，其技术可行性、行驶安全性立即受到
各方质疑，不论是交通专家还是普通网友
都认为这个所谓的“治堵神器”太不靠谱，
各个环节都禁不住推敲。

然而这么一个漏洞百出的“黑科技”，
缘何能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原来其投资

方——华赢凯来公司正迫不及待地利用巴
铁所谓的科技概念圈钱。据媒体调查，华赢
凯来曾在全国布局数百家分公司，打着地
方政府拟建巴铁项目的名义募集巴铁基
金，对外宣称预期年化率高达12%。而白志
明正是华赢凯来董事长。

讨债投资者 老年人居多

此前巴铁负面消息不断，近日更传出
将被拆除的消息，这使得投资者们越发坐
不住了，他们纷纷来到华赢凯来总部，强烈
要求赎回本金，但似乎为时已晚，公司根本
拿不出钱来还债。

上周五下午，在银河SOHO819室华赢
凯来公司总部，200多平方米的办公区域里
挤挤挨挨地坐满了人，其中大部分是前来
讨债的投资者，他们以老年人居多。“我都
80多岁了，你们要不给我钱，我今天就不走
了！”一位白发老先生正红头涨脸地高喊。

一位女业务员告诉记者，公司已经出
台了兑付方案，首次偿还本金的1%，从单张
合同3万到5万的小额度开始返还。这意味
着，投资者即使拿到了钱，第一笔赎回款也
就是300元到500元而已。而且有投资者当
即揭发，自己连1%的钱也没有拿到。

借机发资料 推销海景房

“拿钱没谱，公司不一定有钱，还不如自
己加些钱买烟台的房子呢。”一位业务员趁
机向投资者手里塞售楼书，“烟台的海景房，
每平方米5000多，你在华赢的债权可以抵房
款的30%，剩下的70%房款还需要另付。”

记者经过调查发现，这个位于山东招远
市附近的楼盘，实际均价为4200元每平方米，
距离烟台市还有134.8公里，开车至少需要一
个半小时，与业务员的介绍有很大出入。

据了解，在华赢凯来的实物兑付方案
中，除了商品房还有奥迪全系车，按照公司
规定，投资者债权只可抵车款的30%，其余

的70%车款还需要投资者自掏腰包。“马上
还有钻石，我们白总正在运作呢。”这位业
务员透露。

在现场也有可以不需追加钱款兑换的
物品——酒、茶叶。

在办公区最里面的一个小单间里，挤
满了观看实物的投资者。在一个书柜中，摆
着几种不知名的酒和茶叶，酒类包括贵州
国宾酒、贵州茅台镇酒、九五至尊、泸州传
奇等。记者注意到，贵州国宾酒标价598元
一瓶、五粮液东方骄子每瓶598元。这让现
场投资者们大为不满。“我20多万呢，得换
多少瓶酒啊，要它干吗啊！”一位老先生看
后抱怨起来。

此外，兑换物品也被投资者们质疑价
格虚高。记者查询京东商城，没有找到相同
包装的贵州国宾酒，但是发现五粮液东方
娇子每瓶售价只有235元，而华赢凯来的标
价则高出了363元。

多数门店关闭 数千业务员离职

在去年巴铁项目最为风光的时候，华
赢凯来也是业务兴旺，仅在北京就开设了
100多家线下门店，业务员2000多人。但是
现在，北京华赢凯来的大多数门店均已关
闭，几千名业务员纷纷离职，“现在就剩下
这二十几个业务员全在这里了。”一位张
姓女业务员说。她建议投资者今后有事情
就到总部来，“您原来的理财经理肯定早
走啦”。

2017年5月20日，华赢凯来首次披露具
体兑付方案，包括率先兑付1%、房产兑付以
及实物兑付等多种方式。在《华赢凯来兑付
情况说明及方案》中，白志明表示，该公司
去年8月份就开始发生兑付危机，公司管理
层从上至下工作全线停滞。可见“巴铁项
目”不仅没能帮助公司吸引新的资金，公司
业务反倒受其连累，直接影响投资人对其
理财产品安全性的信心。 （北京青年报）

在这场火灾中，房屋的女主人和3个孩子
（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均不幸去世。女主人朱
女士的哥哥朱庆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妹妹
生前本来打算做关于儿童DIY手工的商店，
场地都租好了，前段时间还去日本考察，没想
到刚回来没多久，就发生了悲剧。

朱庆丰回忆说，事发是凌晨5时许，那时
他还没起床，接到妹夫家那边的电话，说妹
妹住的房子起火了，他没来得及多想，穿好
衣服就往外跑。赶到妹妹住的楼下时，现场
已经被封锁不让进，在一楼的保姆告诉他，

妹妹让她先下来报警。朱庆丰大声呼喊，然
后从隔壁单元乘坐电梯到顶楼，然后从楼梯
下到妹妹所住的18楼。

关于起火点，朱庆丰说他认同《钱江晚
报》报道的消息：起火点位于客厅区域，而最
后四位受害人被发现的地方是女儿房间。母
亲和三个孩子倒在一起。他们的上方是这个
房间唯一一扇窗户，宽30厘米，为直推窗，能
推出去的距离不过一个手机的宽度，也就是
六七厘米。浓烟飘散极为困难，几乎不可能
通过窗户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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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清晨5点左右，杭州城东蓝
色钱江小区2幢1单元1802猛烈燃
烧。事件发生后，消防部门迅速调派
消防车赶赴现场进行扑救，现场搜
救出4名伤者，全部送至浙医二院救
治。遗憾的是，经过多方奋力抢救，
年轻的母亲和她三个可爱的孩子还
是没能醒来。

当日傍晚，杭州市公安局上城
区分局发布通告：经公安机关调查，
明确为一起放火案件。该户保姆莫
某晶（女，34岁，广东东莞人）有重大
作案嫌疑，现已被公安机关控制，案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有消息称，莫某晶曾因民间借
贷纠纷，被法院判决偿还被告借款
30000元及其利息。 （钱江晚报）

热点回顾热点回顾

杭州豪宅遭纵火:
保姆曾陷借贷纠纷

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实习记者 付松

现实是这样
等待处理

项目的技术可行性、行
驶安全性广受质疑；

10个月之后，样车将被
挪至停车场，等待处理。

巴铁开拆
“治堵神器”添新堵

闲置10月的“巴铁”轨道正在拆除 投资者要求赎回本金，公司兑付方案引争议

以后会怎样？
兑付争议

公司提供商品房和奥
迪车实物兑换；

但需追加70%的房款
或车款，才能赎回本金。

保姆涉嫌豪宅纵火 其旧友接受红星新闻采访：

她曾“炫耀”雇主对自己非常好

沉迷赌博沉迷赌博？？
“常年出入境澳门赌博借款”

23日，红星新闻报道了杭州豪宅纵火案造成女主人和3个孩子身亡一事，揭秘了纵火嫌疑
人保姆莫某晶（女，34岁，广东东莞人）此前沉迷于赌博，引发公众强烈关注。24日，红星新闻记
者联系上了莫某晶曾经的闺蜜小麦（化名），她此前曾和莫一起出现在债务官司的被告人中。

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事情发生后她已经连续两天睡不着觉了。“我早就发现她苗头不
对，提醒过她家里人很多次，可是没人理我。”

小麦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与莫某晶在
2009年左右认识。那时，她觉得莫某晶看上
去很老实，不爱说话，一来二去，两人渐渐成
为好友。后来，小麦发现，莫某晶变得越来越
沉迷于赌博，还拉着自己和她一起坠入赌博
的深渊。

红星新闻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到
了一份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宣布的民
事判决书。在那份判决书里，小麦与莫某晶曾
以被告的身份，一同出现在了这个债务官司
中，小麦的前夫当时也在法庭上提到了“赌博
成瘾，常年出入境澳门赌博借款”。

小麦称，2014年底，为了躲债，莫某晶劝
说她一起去上海。小麦在东莞老家有自己的
家庭，起先并不愿意离开，莫某晶说：“如果
我走了，留你一人在这里，所有的债都会背
到你的头上。”小麦说，她不得已跟随莫某晶
离开了东莞，自己的家庭也破裂了。

小麦说，后来，自己在上海渐渐站稳
脚跟，“当时我开了一个家政公司，但因为
我身上有债务，公司成立仅仅几个月就易
主了。”这与此前红星新闻记者查到她曾
经短暂担任过上海某家政服务公司法人
的事一致。

炫耀雇主炫耀雇主？？
“杭州这家雇主对自己非常好”

据小麦透露，莫某晶在老家有一个10岁
的儿子。

小麦称，莫某晶多次以自己儿子为借口
借钱，“比如她给我发信息，让我借1200元给
她，说要给儿子买学习机。后来，我另一个朋
友也收到这个信息，我们才知道这是群发的，
她根本没给儿子买学习机。有时候，她说让我
借钱给她买机票，她要回东莞看儿子，但我把
钱给她之后，根本不知道她是不是回去了。”

小麦称，最让她最难以接受的是，今年
春节时莫某晶专门给她发信息，“炫耀”杭州
这家雇主对自己非常好。小麦称，莫告诉她，
杭州这家雇主是做童装生意的，对她特别
好，过年时男主人还专门问她儿子的身高，
寄了一套自家品牌的童装到东莞，送给莫某
晶的儿子。“这家人对她这么好，她却把这个
家庭毁了，我真不敢相信，她怎么会做出这
种事情！”说到这里，小麦语气很激动。

死者哥哥死者哥哥：：
保姆称妹妹让她先下来报警

莫某晶在朋友圈晒出开雇主豪
车的视频 受访者供图

莫某晶在朋友圈晒跟随前雇主
乘坐私人飞机的图片

巴铁项目拆除现场

巴铁项目概念图

华赢凯来总部展示的兑付物品

火灾现场


